




时间 会议安排 发言人 主持人 地点

全天

18:30-19:30

09:00-11:00

11:00-11:20

14:30-14:50 2018中国－东盟医院管理合作论坛
启动仪式

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
中国医院协会领导

自治区卫生计生委领导
广西医科大学领导
广西医院协会领导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领导

14:50-15:00

15:00-15:20

越中医疗卫生合作与交流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f Health

Care Between Vietnam and China（暂
定）

越南卫生部国际交流合作司
副司长  Tran Vu Nam(陈雨南)

15:20-15:40 整合医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军消化病研究所所长 樊代明

15:40-16:00 新加坡医院临床质量管理分享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

医疗总监 Quek Swee Chye

16:00-16:20 医院精细化管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院长 李为民

16:20-16:30

16:30-16:50 Primary Health Care Network in
Khonkaen  Municipality

泰国孔敬市
环境与公共卫生服务部（局）

16:50-17:10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柬埔寨卫生科技大学
校长 Vonthanak SAPHONN

17:10-17:30 医院绩效分配改革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院长 秦环龙

17:30-17:50 新加坡医疗管理和未来发展方向
新加坡医疗管理培训中心

总监 张锋

17:50-18:10 题目待定
文莱杰鲁东公园医疗中心 副院长

18:10-20:00

附件 1

论坛日程（初稿）

2018年9月19日

 会议签到、嘉宾入住

 欢迎晚宴（文艺晚会）

荔园山庄/南湖名
都大酒店

维景国际大酒店
宴会厅

中国—东盟医院合作联盟成立仪式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党委书记 覃远汉

2018年9月20日

第二届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

第二届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全体会议

观看卫生交流合作成果展

2018中国－东盟医院管理合作论坛

荔园山庄国际会议
中心二楼大会议厅

自治区卫计委 人事处
处长 黄文新

自治区卫计委 医政医管处
处长 卢德成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陈俊强

广西自治区人民医院
院长 林英忠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李浪

茶歇

晚餐



时间 会议安排 发言人 主持人 地点

08:30-08:50

老挝医院管理及老中医疗合作经验分享
The Experience Sharing of Hospital

Management in Laos and the Laos-China
Medical Cooperation (暂定)

老挝卫生部友谊医院
院长 THONGSA SNONG（萨侬）

08:50-09:10 中国医院管理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院士 樊嘉院长

09:10-09:30 新医改与医院运营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总会计师 徐元元

09:30-09:50 医院发展与经济管理
河南省人民医院

院长 顾建钦

09:50-10:00

10:00-10:20 医院感染控制的重要性
顺化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伽马刀中心主任  陈亭平

10:20-10:40 学科建设与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总医院

副院长 杨国斌

10:40-11:00 国际医疗交流与合作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蒋立虹

11:00-11:20 医联体建设与分级诊疗
辽宁省肿瘤医院

院长 朴浩哲

11:20-12:00 高端对话：“大健康”背景下
现医院发展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1.泰国SANGKHOM Hospital
院长 BANCHOB UBONSAEN

2.老挝卫生部友谊医院
院长 THONGSA SNONG（萨侬）
3.文莱杰鲁东公园医疗中心 副院长

4.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院长 秦环龙

5.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院长 蔡建春

6.河南省人民医院
院长 顾建钦

7.辽宁省肿瘤医院
院长  朴浩哲

8.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陈俊强

广西医院协会领导

12:00-13:30

温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副院长 沈贤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韦庆军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院长 罗杰峰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院长 蔡建春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院长 唐卫中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何松青

茶歇

午餐

2018年9月21日

分会场一：“大健康”背景下医院发展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维景国际大酒店
宴会厅



时间 会议安排 发言人 主持人 地点

08:30-08:40 领导致辞
广西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

调研员 唐小岚

08:40-09:00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for Chronic
Illness Management慢性病管理的基本因

素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 Prof.Nancy R
Reynolds

09:00-09:20 高齢者看護の現状と課題
（老年人看护的现况与课题)

日本熊本机能病院
护理部部长 莟 美惠子

09:20-09:40

Aging care and Community Care in
Singapore（Role of Nurses）

新加坡老年护理以及社区护理（护士角
色）

新加坡黄廷芳医院
护理总监 Kuttiammal Sundarasan

09:40-10:00
Evolution of Research & Nursing on

Aging: Thailand Experience泰国老年护理
以及研究进展

《泰国护理和助产实践杂志》主编
副教授 Wanapa Sritanyarat

10:00-10:10

10:10-10:30 新时代护理学科建设主攻方向思考
上海市护理质控中心主任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护理部主任 施雁

10:30-10:50 护理健康教育
北京护理学会理事长

《中国护理管理》副主编
张洪君

10:50-11:10 专科护士培养现状与展望
河南省护理质量控制中心主任

河南省人民医院
首席护理专家 宋葆云

11:10-11:30 医养结合的思考与实践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应燕萍

11:30-12:00 高端对话：“大健康”背景下
护理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1.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
Prof.Nancy R Reynolds
2.新加坡黄廷芳医院

护理总监 Kuttiammal Sundarasan
3.日本熊本机能病院

护理部部长 莟 美惠子
4.《泰国护理和助产实践杂志》主编

副教授  Wanapa Sritanyarat
5.越南顺化中央医院
护理部主任 邓维光

6.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护理部主任 施雁
7.北京护理学会
理事长 张洪君

8.河南省人民医院
首席护理专家 宋葆云

9.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应燕萍

越南顺华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阮长山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护理部主任  杨丽

护士长 凌瑛

12:00-13:30

	15:00-17:30

17:30-20:00

返程

广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副书记 刘桂瑛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副书记 黄惠桥

广西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
 邱小芩

广西民族医院
副院长 杨西宁

分会场二：“大健康”背景下护理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茶歇

午餐

维景国际大酒店
报告厅

广西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参观

赴广西医科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参观：
门诊、呼吸内科一病区、干细胞移植病区、内分泌病房、体检中心

晚餐



 

附件 2 
2018 中国—东盟医院管理合作论坛参会回执 

（复印有效） 

单位名称  

姓名 性别 科室 职务职称 手机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单间/标间 
标间 

是否拼房 
备注 

          

          

          

          

          

          

联系人及电话  传真/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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